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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酶 Lip2 在蚕丝表面交联固定及其催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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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开发廉价高效的蚕丝载体固定化酶制剂，研究使用 1-乙基-3-（3-二甲基丙基）碳化亚胺盐酸盐

（EDC）、N-羟基琥珀酰亚胺 （NHS） 和戊二醛（GA）三者组成不同类型的交联剂在蚕丝表面固定解脂耶氏酵母脂
肪酶 Lip2，并研究固定化酶的催化特性 . 分别使用 EDC/NHS、GA、EDC/NHS+GA 活化蚕丝载体，并与 Lip2 共价

交联制备得固定化脂肪酶 Lip2（EDC/NHS）、Lip2（GA）和 Lip2（EDC/NHS+GA）. 结果表明：Lip2（GA）的酶蛋白固定

量最少但比酶活最高，而 Lip2（EDC/NHS+GA）的酶蛋白固定量最高但比酶活最低 . 各固定化酶的最适 pH 皆为

8.03，比游离 Lip2 偏碱 . 最适温度除了 Lip2（EDC/NHS）为 50 oC，其他固定化酶与游离 Lip2 同为 40 oC.K+对各固定

化酶的最适激活浓度为 0.10 mol·L-1，相比 Lip2 的 0.15 mol·L-1 偏小；Ca2+对所有酶都表现为促进作用，而 Cl-对所
有酶无明显促进或抑制作用 . Lip2（GA）的热稳定性最高，而 Lip2（EDC/NHS+GA）重复使用性最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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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绿色、资源可再生是当前经济社会各行业发展的趋势和追求的目标 . 固定化酶使用某种载体将酶限制

在一定区域但其特有催化能力仍保留，反应后酶可回收重复利用 ［1］ . 在酶研究和应用领域，固定化酶由于

具有可回收优势越来越得到生物柴油等新能源工业生产的青睐 ［2］ . 固定化酶的性能受固定方法影响，也与

所用载体材料密切相关，因此高效固定化酶开发需要选择合适的固定化方法和载体材料 ［3］ . 寻找廉价易得
的固定化载体、开发高效便捷的固定化方法、探索固定化机理问题成为当前固定化酶研究的热点 . 我国蚕

茧产量一直稳居世界首位 ［4］，蚕丝在我国纤维纺织方面已有五千多年的应用历史 ［5］ . 蚕丝是一种极具吸引

力的高性能天然蛋白纤维骨架材料，其表面存在丰富的化学活跃基团如氨基、羧基、巯基和羟基等，使

蚕丝拥有众多可用的共价交联“接口”［6］，方便根据目标蛋白质的性质选择适宜的交联方式 . 在利用氨基

或羧基开展的蚕丝与蛋白质的交联固定化研究中，可采取戊二醛 （GA） 活化蚕丝表面的氨基后与蛋白质

交联固定 ［7］，也可用 1-乙基-3- （3-二甲基丙基） 碳化亚胺盐酸盐 （EDC） 和 N-羟基琥珀酰亚胺 （NHS）

联合活化蚕丝表面的羧基后将蛋白质交联于其上 ［8-9］ . 另外还可以综合应用 GA 和 EDC/NHS 两种方法使蚕
丝表面的氨基和羧基都参与酶的交联，以达到增加蛋白载荷量，提高固定化酶活力的目的 ［10］ .

利用桑蚕丝纤维表面的氨基和羧基通过共价交联将脂肪酶 Lip2 固定到蚕丝表面，研究交联剂对桑蚕

丝与 Lip2 交联效果的影响，并检测固定化脂肪酶的各项催化性质，评估该方法的应用效果 . 本研究的结果

为扩展广西桑蚕茧特色资源高附加值应用提供了新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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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试剂
1.1 实验材料
所用脂肪酶为本实验室构建的重组毕赤酵母 （Pichia pastoris） 分泌表达的解脂耶氏酵母 （Yarrowia li⁃

polytica） 脂肪酶 Lip2. 蚕丝购自浙江省嘉兴市当年产天然精干茧 .N-羟基琥珀酰亚胺 （NHS） 及 1-乙基-3-

（3-二甲基丙基） 碳化亚胺盐酸盐 （EDC） 为北京鼎国生物技术公司产品，4-硝基苯基月桂酸酯 （p-NPL）
为美国 Sigma Aldrich 公司产品，Bradford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和 His-tag purification resin 为上海碧云天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戊二醛 （GA） 等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试剂 .
1.2 主要仪器
TD6M 低速离心机 （湖南湘立科学仪器公司）、MIKRO200 高速离心机 （德国 Hettich 公司）、Infinite

F50 酶标仪 （瑞士 Tecan 公司）、JJI24BC 电子分析天平 （常熟市双杰公司）、SY11-K 恒温水浴锅 （北京市
长风仪器仪表公司），以及 PHS-3C 酸度计 （上海晶磁仪器公司） .

2 实验方法
2.1 制备及活化蚕丝载体
参考文献 ［10-11］ 并调整方案如下：称取 3.5 g 蚕丝剪成 2 mm 小段，在 NaCl /1% 溶液中煮沸 1 h 除

去蚕丝表面丝胶 . 抽滤晾干，在 55 oC 下使用交联剂活化：1） 加入 EDC/NHS（1∶1/ （10 mg·L-1）） 混合溶
液；2） 加入 GA /5% 溶液；3） 加入 EDC/NHS （1∶1/ （10 mg·L-1）） 和 GA /5% 等体积混合溶液，活化处

理 1 h. 抽滤至干，30 oC 鼓风烘干，4 oC 保存待用 .
2.2 脂肪酶发酵生产

按照 Invitrogen 公司手册配制培养基及发酵 ［12］ . 取本实验室构建的分泌表达解脂耶氏酵母脂肪酶 Lip2

的毕赤酵母 P. pastoris HL 菌株经 1% 甲醇诱导培养 5 d，菌液 6 000 r/min 离心 5 min，上清液 （粗酶液） 4 oC
保存待用 .

2.3 固定化脂肪酶的制备
称取 （1.00±0.03） g 活化蚕丝，加入 30 mL 粗酶液，25 oC 下 300 r/min 搅拌 3 h. 抽滤，用 pH7.36 磷酸缓

冲液洗涤 3 次，再用水洗涤 3 次，抽干 ［13］ . 所得固定化酶在 4 oC 下用硅胶干燥 .
2.4 酶蛋白纯化与定量分析

分别分析粗酶液及制备固定化酶后残液中的蛋白质含量 . 使用 His-tag Purification Resin 试剂盒取 1 mL

样液进行纯化，洗脱液体积为 60 μL. 取 5 μL 洗脱液使用 Bradford 试剂盒定量分析蛋白含量，平行测量 3

次.

2.5 固定化酶活力测定
反 应 体 系 总 体 积 1 mL， 含 固 定 化 酶 0.010 g（±0.004 g）、 17 μL p-NPL /（5 mmol · L-1） 底 物 溶 液 、

985 μL pH7.50 Tris-HCl /（50 mmol·L-1） 缓冲液 . 反应体系 （除底物外） 混匀后在恒温水浴中预热 5 min，
加入底物溶液混匀后进行反应 10 min. 放入冰水中冷却，立即用酶标仪测 A405 吸光值，每个样品平行测定 3

组取平均值 ［14］ . 酶活力定义为在一定条件下，1 min 催化底物水解产生 1 μmol p-NP 所需的酶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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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固定化酶的最适 pH 与最适温度测定
配制 pH 值不同的缓冲液，经 pH 酸度计测得准确 pH 值 （7.17、7.58、8.05、8.52、9.02、9.48），在

45 C 下测定酶活力 . 在最适 pH 条件下，分别在不同温度 （25 oC、30 oC、35 oC、40 oC、45 oC、50 oC、
o

55 oC、65 oC） 条件下测定酶活力 ［15］ .

2.7 金属离子浓度对固定化酶活力的影响
用 最 适 pH 的 缓 冲 溶 液 配 制 浓 度 分 别 为 0.05 mol · L-1 、 0.10 mol · L-1 、 0.15 mol · L-1 、 0.20 mol · L-1 、

0.25 mol·L-1 的 CaCl2 溶液、KCl 溶液和 Tris-HCl 缓冲液，在最适温度下测酶活力 .
2.8 固定化酶稳定性

热稳定性：在最适 pH 缓冲液中 60 oC 恒温保温，每隔 50 min 取样在最适温度下测定酶活力 . 重复使用

稳定性：将固定化酶在最适 pH、最适温度条件下测酶活力，完成后用最适 pH 的 Tris-HCl 缓冲液洗涤固定

化酶 3 遍后再重测酶活力，共重复 6 次 .

3 结果与讨论
3.1 固定化酶的酶固定量及酶活力
通过蛋白含量和酶活力检测分析比较了 3 种交联方式固定的酶的情况（图 1）. 经蛋白含量分析，用于交

联固定的 30 mL 发酵液含 0.143 mg Lip2 酶蛋白 .3 种交联方式中，Lip2（GA）固定的酶蛋白量最低（0.005 mg，
固载率 3.5%）而 Lip2（EDC/NHS+GA）固定的酶蛋白量最高（0.140 mg，固载率 98%）.GA 交联利用了蚕丝表面
的-NH2 基团，EDC/NHS 交联则利用-COOH 基团 （图 2） . 经查询 Genbank 中家蚕（Bombyx mori）丝素蛋白的

3 种主要蛋白（AAL83649、NP001106733 和 CAA27804）成熟肽氨基酸序列并统计得知，它们共具有 57 个侧

链含-NH2 的 Arg 和 Lys 残基，及 98 个侧链含-COOH 的 Glu 和 Asp 残基 . 因此 GA 能交联固定的酶蛋白量相对
较低，而利用了-NH2 和-COOH 的 EDC/NHS+GA 交联方式固定的酶蛋白量最高 .

结合固定化酶活力分析，Lip2（EDC/NHS+GA）固定的酶蛋白最多（0.140 mg·g-1），但酶活力并不突出

（0.7 U·g-1，比酶活为 5 U·mg 酶蛋白-1），而 Lip2 （GA） 固定的酶蛋白量（0.005 mg·g-1）和酶活力均最低

（0.53 U·g-1）但其比酶活最高（106 U·mg 酶蛋白-1）. Lip2（EDC/NHS）固定的酶蛋白量居中（0.084 mg·g-1），
但酶活力最高（1.06 U·g-1），酶蛋白固载率 （59%） 与同样用 EDC/NHS 在蚕丝上交联固定胆固醇氧化酶的

图 1 不同交联剂固定的酶蛋白量及酶活力
Fig.1 The enzymes amount immobilized by different cross-linking
agents and their activity

（a） GA 交联
（b） EDC/NHS 交联
图 2 蚕丝用 GA 或 EDC/NHS 活化及与酶的共价交联
Fig.2 Silk activation by GA or EDC/NHS and covalently
linked with enz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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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导 （70%） 基本一致 ［16］ .Lip2（EDC/NHS+GA）几乎固定了溶液中所有的酶蛋白分子 （固载率 98%），但

其酶活力只略高于 Lip2（GA）
（固载率 3.5%），而比酶活仅达 Lip2（GA）的 4.7%，说明 Lip2（EDC/NHS+GA）

上虽然固定的酶蛋白量多，但是酶的催化活力受到抑制 . 原因可能是蚕丝单位表面交联的 Lip2 分子过多，
空间位阻影响了酶分子的活性中心形成最佳构象，从而导致酶催化活性降低；此外单个酶分子的不同部

位可能与蚕丝发生多点交联，降低了酶分子的柔性，也影响酶活力发挥 . 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索 .

本研究制备的 3 种固定化酶的酶蛋白固载量与某些研究报道结果相比偏少 ［17］：一方面是所用粗酶液

的酶含量较低（仅 5 mg·L-1），可通过优化发酵工艺、筛选高产重组菌株等加以改善；另一方面与所用蚕丝

颗粒较大、颗粒结构致密有关 .Cestari 等 ［18］ 应用静电纺丝制备交联固定肝素的蚕丝纳米纤维以及 Wang

等 ［19］ 利用溶解的蚕丝纤维与酶蛋白混合制备纳米级固定化酶颗粒都对所固定的目标蛋白具有较高固载效

率 . 因此从提高酶液的浓度、使用更小的蚕丝颗粒和适当增加蚕丝颗粒的纤维间隙等方面着手优化酶的固

载能力，可预期能获得效果更好的蚕丝固定化酶 .
3.2 固定化酶的最适 pH 和温度

酶催化反应的环境 pH 值和温度是影响酶催化能力最基本、最重要的两个参数 . 适宜的 pH 值可维持酶

的高级结构及结合部位、催化部位的关键可解离基团处于最佳状态，也有利于底物和中间复合物处于最

适于反应的解离状态 . 适宜的温度则有利于催化反应在底物分子活化及酶分子热变性间达到平衡 . 固定化

后，酶的最适 pH 和温度受到载体和固定方式影响会发生变化，如图 3 所示 .

图 3 酶促反应的最适 pH 值及最适温度
Fig.3 Optimum pH value and temperature of the enzymatic reactions

图 3（a）显示游离酶 Lip2 的最适 pH 值为 7.58，固定化酶 Lip2（EDC/NHS）、Lip2（GA）、Lip2（EDC/NHS+

GA） 的最适 pH 值都为 8.03，说明酶经过固定后最适 pH 值偏高了约 0.5.Dong 等 ［20］ 的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类

似，其在 SDS 插层修饰和三乙氧基硅烷表面修饰的 MgAl-LDHs 表面上固定解脂假丝酵母脂肪酶，发现固

定后的脂肪酶最适 pH 值比游离酶向碱性方向偏移 0.5. 同样的现象在壳聚糖固定的脂肪酶上也被发
现 ［15，21］ . 另外，Lip2（EDC/NHS+GA）表现出比 Lip2（GA） 和 Lip2（EDC/NHS）及 Lip2 对碱性环境更强的耐受
性 . 在最适温度方面，Lip2、Lip2（GA）、Lip2（EDC/NHS+GA）都为 40 oC，而 Lip2（EDC/NHS） 的最适温度

为 50 oC（图 3（b））. 温度上升至 55 oC 时所有酶的活力都显著降低，说明此温度下酶蛋白热变性明显 . 赵兴秀
等 ［22］ 在脂肪酶固定化及其催化生物柴油研究中发现，脂肪酶固定前后最适温度没有发生改变，且 40 oC

时达到最高酶活 . 本研究发现 Lip2（EDC/NHS）的最适温度为 50 oC，为今后进一步探索提供了有价值的线
索 . 相比较而言，Lip2（GA）对温度变化较敏感，而 Lip2（EDC/NHS+GA）表现出对温度适应性较好 . 综合最
适 pH 研究结果，说明 EDC/NHS+GA 方式固定化酶可能在酶的 pH 适应性和耐热性方面具有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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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离子浓度对固定化酶活力的影响
很多酶的活性中心都需要特定金属离子作为辅因子 . 金属离

子在提高水的亲核攻击能力、通过静电作用屏蔽负电荷、稳定

催化反应中形成的负电荷促使底物进入过渡态、帮助底物进行
定向以及作为氧化还原酶的电子传递中间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 . 但金属离子浓度过高也会影响酶的活力发挥，因此探索酶在
特定反应中所需的金属离子及其最佳浓度是极有应用价值的 . 研

究结果表明 （如图 4 所示），在 K+浓度达到最适激活浓度之前，

各酶的相对酶活力都随着 K+浓度的增大而增大 .Lip2 的最适 K+浓

度为 0.15 mol·L-1，而固定酶的最适 K+浓度为 0.1 mol·L-1. 达到最
适激活浓度后，随

着 K+ 浓 度 的 增 大 ，

固定化酶的相对酶
活力受到抑制 . 游离

酶的 K+ 最适激活浓
度高而固定酶的 K+

最适激活浓度低，
说明经过固定后酶
对 K+ 的激活作用更

敏感 . 与 K+低浓度激

活、高浓度抑制的
情 况 不 同 ， Ca2+ 在

0.05 ~ 0.25 mol · L-1

浓度范围内无论对

图 4 离子浓度对固定化酶活力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ionic concentration to the activity of immobilized enzymes

游离酶还是固定酶都表现出促进作用 . 对 Bohai sea-9145 重组脂肪酶固定化研究中发现，Ca2+对脂肪酶固定

前后起到促进作用，而 K+在一定浓度范围起到促进作用，浓度过高后转为抑制作用 ［23］，与本研究结果类似 .

另外由于使用 K、Ca 的盐酸盐配制不同浓度的 K+、Ca2+溶液进行研究，且同等浓度下的 K+和 Ca2+溶液中 Cl-

含量差别很大 . 为了判断不同浓度 Cl-是否会对酶活力有影响，配制了不同浓度的 Tris-HCl 缓冲液进行检验 .

结果显示 Cl-浓度的变化对各酶的酶活力影响很小，可认为 Cl-含量高低不影响 K+、Ca2+对脂肪酶的活力的作
用.

3.4 固定化酶的稳定性
固定化酶相比游离酶的最大特点是酶制剂稳定性提高，且方便重复回收使用 . 对游离酶和 3 种固定化

酶的热处理实验结果显示（如图 5 所示），随着 60 oC 保温时间的增加，各酶的活力都呈降低趋势 . 保温时间
150 min 时除了 Lip2（GA），其余酶的活力损失都超过 50%. Lip2（GA）的变化趋势较缓，在 250 min 时相对酶

活还残留 43 %，表现出相对较好的热稳定性 . 程媛媛等 ［10］ 在以天然纤维织物为载体固定化脂肪酶研究中也

发现，使用 GA 活化的固定化酶其热稳定性比其他方法的稳定性好 . 固定化酶的重复使用性方面，3 种固定化

酶都表现出具有一定的可重复使用能力，不过他们的相对酶活力都随着重复使用次数的增多而降低 . 其中，
Lip2（GA）重复使用的效果最差，而 Lip2（EDC/NHS+GA）重复使用性相对最好 . 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 EDC/

NHS+GA 方式固定的酶蛋白较多，与酶蛋白的交联也比较牢固 . 重复使用过程中 Lip2（EDC/NHS+GA）部分酶

蛋白丢失后，可能缓解了原来的空间位阻反而有利于剩余酶蛋白活性发挥；另外，酶蛋白的丢失率也低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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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EDC/NHS或GA方式交联固定的酶制剂，因此表现为酶活力减少的程度优于其他两种固定化酶.

图 5 固定化酶的热稳定性和重复使用性分析
Fig.5 Assay of the thermostability and re-use characteristic of the immobilized enzymes

4 结论
1） 以蚕丝纤维为载体交联固定脂肪酶 Lip2，采用 EDC/NHS 与 GA 联合交联制备的固定化酶，其酶蛋

白载量高，酶的 pH、温度适应范围宽、重复使用性好，但比酶活力低；采用 GA 交联固定的酶蛋白载量

低，但比酶活力高、热稳定性较好 .

2） 3 种交联固定化酶最适 pH 值都为 8.03；Lip2（EDC/NHS）的最适温度为 50 oC，Lip2（GA）以及 Lip2

（EDC/NHS+GA） 的最适温度为 40 oC；0.10 mol·L-1 的 K+对固定化酶激活作用最强，Ca2+在 0.05~0.25 mol·L-1
范围内对固定化酶都具有一定激活作用，而 Cl-浓度对固定化酶的酶活力无明显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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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linking immobilization of lipase Lip2 on silk fibrin surface and
its catalytic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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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evelop a low cost and high-efficiency immobilized enzyme carrier based on silk fibrin，
three kinds of cross-linking agents，carbodiimide hydrochloride（EDC） N-hydroxysuccinimide（NHS） and glutar⁃

aldehyde（GA），were used to crosslink Yarrowia lipolytica lipase Lip2 on the silk fibrin surface and the catalytic

property of immobilized Lip2 was investigated. The silk fibrin carrier was activated by EDC / NHS， GA， EDC /

NHS+GA respectively prior to crosslink with Lip2. The immobilization Lip2 were severally named as Lip2（EDC/
NHS），Lip2（GA） and Lip2（EDC/NHS+GA）. Results show that Lip2（GA） possessed the best special activity

but enzyme amount it carried was poor，and conversely，Lip2（EDC/NHS+GA） carried most enzyme particle but

its special activity was the lowest among them. The optimum pH value of all immobilized enzymes was 8.03，a little

alkaline-shift compared with free Lip2. The optimum temperature of immobilized and free enzymes was 40 ℃，ex⁃
cept Lip2（EDC/NHS） which was 50 ℃. The optimal K+ concentration for all immobilized enzymes was 0.10 mol ·

L-1，less than that of Lip2（0.15 mol · L-1）. The activated effect of Ca2+ concentration was the same to all enzymes，
no matter immobilized or free. The Cl- concentration did not affect the activity of all enzymes. The thermo stability
of Lip2（GA） and the re-use property of Lip2（EDC/NHS+GA） was the best in each field.

Key words：silk fibrin；immobilized enzyme；lipase；cross-l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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